
采用普罗帕酮和胺碘酮进行治疗，得出胺碘酮治疗组患者疗
效显著于普罗帕酮组患者（P ＜０．０５）。 同时有学者研究报
道，胺碘酮在心律失常中治疗效果较普罗帕酮显著，同时能降
低药物不良反应〔１１〕 。 分析指出，胺碘酮在心律失常治疗上治
疗机制较普罗帕酮更为广泛，因此其疗效更为显著。 同时本
次研究得出，胺碘酮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水平显著低于
普罗帕酮组患者（P＜０．０５）。 进一步证实胺碘酮在心律失常
中治疗较普罗帕酮更为显著。 抗心律失常药物在治疗过程中
均可引发皮肤、胃肠、神经及肝肾功能损害，出现药物不良反
应〔１２〕 。 本次研究另得出，胺碘酮治疗组患者低血压、呕吐药
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普罗帕酮治疗组患者（P＜０．０５）。
表明胺碘酮在心律失常中治疗用药安全性较普罗帕酮高，而
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可有效促提高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胺碘酮在心律失常中治疗较普罗帕酮具有更
为显著临床疗效和用药安全性，能显著降低 ｈｓ－ＣＲＰ 水平，具
有更为显著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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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探讨
姚佳玉，谭翠莲，肖观清（广东省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摘要：目的 探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常规标准激素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４６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
Ａ、Ｂ 两组，Ａ组患者采用常规标准激素疗法，Ｂ 组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常规标准激素疗法。 观察 Ａ、Ｂ 两组的 ２４ｈ 尿蛋白、尿蛋白定性、血浆白
蛋白、血脂水平以及肾功能的变化。 结果 Ｂ 组较 Ａ 组 ２４ｈ尿蛋白、尿蛋白定性减少，血脂下降，血浆白蛋白回升，胱抑素、血肌酐下降恢复水平
较快。 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常规标准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标准激素的治疗。

关键词：复方玄驹胶囊；肾病综合征；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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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临床常见的疾病，以大量蛋白尿、低
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和水肿为特征，病程长、易反复、难治愈。
现代医学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以糖皮质激素及细胞毒性药

物为主，但长期使用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患者抵抗力降低，
常反复发作。 如何降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复发率是临床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至今未见文献报道有很好的解决方
法〔１〕 。 近年来研究发现〔２〕 ，复方玄驹胶囊具有免疫调节和抗
炎作用。 笔者对 ２３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在常规标准激
素治疗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观察其 ２４ｈ尿蛋白、尿蛋
白定性、血浆白蛋白、血脂、血肌酐等变化，从而探讨出复方玄
驹胶囊对于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４６例均为 ２０１５ 年 ３月～９月在我院就诊的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其中男 ２４ 例，女 ２２ 例，年龄 １８ ～６０
岁。 所有患者临床症状均符合肾病综合征诊断标准〔３〕 ，血肌
酐均在正常范围，且排除系统性红斑狼疮、新月体肾炎、过敏
性紫癜性肾炎、糖尿病肾病、肾淀粉样变、多发性骨髓瘤和伴
肾衰（肾功能异常）的患者。
1．2 分组与治疗 将 ４６例病人随机分为 Ａ、两组，两组患者
均予常规标准激素治疗，即强的素 １ｍｇ／（ｋｇ・ ｄ），持续晨服
１２ 周后，开始减量，配合抗凝，ＡＣＥＡ 或 ＡＲＢ 及对症治疗。 Ａ
组采用上述治疗方案。 Ｂ组在上述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复方
玄驹胶囊，２粒，１日 ３次。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及饮
食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3 观察指标检测方法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２４ｈ尿蛋白定
量尿、尿蛋白定性采用干化学法、血浆白蛋白及血脂、血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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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定量采用免疫比浊终点法，血浆白蛋白采用溴甲酚绿
法，血脂采用免疫酶法，胱抑素采用免疫胶乳比浊法，肌酐采
用酶偶联速率法。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软件分析资料，统计
分析采用 t检验，构成比资料采用χ２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测指标结果 疗效比较：治疗 １２ 周
后，Ａ组完全缓解 １０例，部分缓解 ８ 例，无效 ５ 例。 Ｂ组完全
缓解 １１ 例，部分缓解 １０例，无效 ２例。 临床各项指标恢复正
常的情况 Ｂ 组均明显优于 Ａ 组，两组间比较，Ａ 组有效率
７８．１％，Ｂ组９５．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１）。

表 １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临床指标比较

项目
实验组（ｎ＝２３） 对照组（ｎ＝２３）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尿蛋白定量（ｇ／２４ｈ） ３   ．８９ ±０  ．３４ ０ ５５．８５ ±０ ＇．５６△＃ ３   ．８４ ±０  ．３１ １ ㈢㈢．２６ ±０ ⑦．８１△

尿蛋白定性 ＋＋－＋＋＋＋ －－＋△＃ ＋＋－＋＋＋＋ ＋－＋＋

血浆白蛋白（ｇ・ Ｌ －１ ） １９ ΨΨ．３１ ±２  ．５６ ３５ ］］．０６ ±５ Ｏ．０３△ １９   ．７１ ±３  ．４０ ３２ ǐǐ．３７ ±４ 9．３１△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 Ｌ －１ ） ６   ．３９ ±０  ．１６ ４ ＩＩ．２９ ±０ ；．１９△ ６   ．３４ ±０  ．１９ ４ ㈢㈢．３４ ±０ ⑦．２１△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 Ｌ －１ ） ２   ．８９ ±０  ．４６ １ ＩＩ．８９ ±１ ；．１３△ ２   ．８６ ±０  ．４４ ２ ㈢㈢．０６ ±０ ⑦．２１△

低密度脂蛋白（ｍｍｏｌ・ Ｌ －１ ） ４   ．１５ ±０  ．１６ ２ ＩＩ．８１ ±０ ；．０９△ ４   ．１９ ±０  ．１３ ２ ㈢㈢．７７ ±０ ⑦．１９△

胱抑素（ｕ・ Ｌ －１ ） １   ．１７ ±１  ．０５ １ ５５．０１ ±０ ＇．８１△＃ １   ．１５ ±１  ．０７ １ ㈢㈢．１９ ±０ ⑦．９５△

肌酐（μｍｏｌ・ Ｌ －１ ） １０６ ΨΨ．８３ ±１９  ．７４ ９９ ５５．０１ ±２３ Ｏ．９７△＃ １０５   ．４５ ±１９ ＞．９４ １０２ ǐǐ．０１ ±２４  ．７５△

△：本组内同一指标治疗前后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P＜０．０５；＃：两组间治疗后同一指标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P ＜０．０５
2．2 不良反应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两组共有 ４ 例患者发
生胃肠道反应（３例仅为恶心呕吐，经对症处理后好转；１例出
现消化道出血，便潜血阳性，经制酸和对症治疗好转），考虑
为糖皮质激素不良反应。
3 结论

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肾小球病变，常伴有高凝、微炎
症和脂代谢紊乱。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主要药
物，但是由于剂量大，用药时间长，容易导致下丘脑－垂体－肾
上腺轴（ＨＰＡ轴）功能失调而产生类柯兴氏综合征等副作用。
目前现代医学对于激素引起的类柯兴氏综合症尚无特效防治

药物。 本研究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激素治疗 ２３ 例肾病综
合征患者，其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标准激素组。 复方玄驹胶囊
主要成分玄驹、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具有活血化瘀，通经
活络的作用，还具有抗血栓素、类肝素等多种与抗凝相关的生
物活性物质。 可改善全身微循环，改善血栓粘稠度，解除肾小
球毛细血管中的微血栓，有利于肾病综合征的治疗恢复。 同
时能迅速地消除肾小球及肾间质的炎性增生，增加肾脏有效
血流量，抑制机体异常免疫，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保护肾单位，

并加速受损肾单位的功能恢复，增强组织的修复功能〔４〕 。 正
如前述，Ｂ组治疗肾病综合征有效率达到 ９５．６％，表明复方玄
驹胶囊对细胞及体液免疫均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可增加肾血
流量，改善肾功能，对肾脏有修复和保护作用，从而达到治疗
和缓解肾病综合征。

本研究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常规标准激素治疗肾病综

合征，其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标准激素的治疗，副作用较小，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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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的描述的要求
在医学论文中，凡涉及实验动物者，在描述中应符合以下要求：（１）说明品种、品系；（２）明确体质量；（３）明

确等级；（４）明确性别；（５）标明动物来源及许可证号；（６）说明动物的健康状况；（７）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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